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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墮胎
醫學技術的創新之後 給倫理帶來了新難題
醫學技術的創新之後，給倫理帶來了新難題，
因為在聖經時代沒有這個議題：
舊約中有提到流產，
比如有人打傷孕婦導致流產，
是流產條例 而不是墮胎，
是流產條例、而不是墮胎，
所以沒法從聖經中找到簡單的條文。
由於醫學進步，用人工的方法中止妊娠，
就給我們帶來新的難題、有的很尖銳…
15 歲女學生放學途中遇到匪徒綁架
歲女學生放學途中遇到匪徒綁架，
數日後救回全身是傷，帶到醫院治療，
不僅是 靈受創 還發現懷孕了
不僅是心靈受創，還發現懷孕了！
這時她個人、父母家人，
就有人說應該要墮胎、有人說不可以，
那我們同意她墮胎嗎？

基督教右派有所謂「四反」的基督教倫理 —
反墮胎 反同性戀 反安樂死 反複製人與胚胎研究
反墮胎、反同性戀、反安樂死、反複製人與胚胎研究，
 然而一方面範圍太狹窄，
反」
述
「反」、缺乏正面論述，
不算好的倫理思維的方法
 生命倫理需要神學、醫學、法學三者結合，
才能幫助我們來做判斷
生命倫理當然會談到墮胎、安樂死、死刑，
關於人生命的開頭、終結；
從出生到死亡中間，人的生活，包括
人性的尊嚴，社會上、工作上、各方面的生命尊嚴，
應該在生命倫理的議題當中，
我們先談出生、死亡，這二個點。

什麼是墮胎？
人工的方式包括藥物，中止懷孕婦女妊娠，
是活胎而不是死胎，
讓腹中的胎兒流失生命
為何墮胎、理由在那裏？
牽涉到權力的問題、是誰的權利？
 贊成的，母親有選擇權，
就像可以決定
身上某一片皮膚、某一片肌肉，
長得不好 用美容手術把它除掉
長得不好，用美容手術把它除掉。
墮胎就是除掉一塊我不要的肌肉而已
 反對的，胎兒是胎兒，有生存權的，
反對的 胎兒是胎兒 有生存權的
母親的選擇權不能侵犯胎兒的生存權

關鍵：胎兒是人嗎？
怎麼算 甚麼時候開始算？
怎麼算、甚麼時候開始算？
如果不是人，就沒有墮胎的問題，
醫學的進步、胚胎懷孕的過程，
新的知識帶來新的困擾…
胎兒多大才算人？
文化上、醫學上不同的觀點：
 從傳統來說，應該是人，胚胎受精
的一剎那，就有了人生命的雛型
 受精十四天之後才算
受精十四天之後才算，
之前是一團一模一樣的細胞，
在不斷 裂 甚 還 有著床
在不斷分裂、甚至還沒有著床
 受精二個月之後，
開始有分化、成形，才具備人的雛型

聖經沒有說墮胎，但提到了生命…
懷亞特《生命倫理學》引用 詩139 與 創一
創 做對照，
做對照
 胎兒是上帝的創造，
16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
創一2a
創
2a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創造出世界
胎兒在子宮當中 - 黑暗、奧妙、神秘的地方，
好像是上帝在地的深處所發動的
 胎兒是上帝的創造，就避免遺傳學的決定論—
只因基因不好就可以做些決定，不！那是上帝的創造


立約的語言、主題，描述創造的神與人有約—
神 識
神認識胎兒，神認識以色列他的百姓一樣
神 識 色列 的
樣

人的生命有延續性：人的過去、現在、未來，
都在上帝眼中 遠遠都已經看見
都在上帝眼中，遠遠都已經看見，
人的生命因為上帝看見，從基督教立場 - 有一種神聖性！

在母親腹中都還不算，出生之後才算是人
 某些觀點、文化的理由，
出生之後、願意留下來，才算人，
不願意留下來就不算人…






中國民間，小孩要滿月之後
舉行慶典、為他命名，
之前沒有命名還不算人，
從生物學角度有一個人，
從社會學來說，沒有，
因為以前夭折率太高了

日本幕府時代，用殺害嬰孩來控制人口，
特別因為戰爭
特別因為戰爭、天災、食物短缺的時候，
災 食物 缺的時候
不認為嬰兒是人

神學人論之反省：
 過去很受希臘哲學二元論的影響，
過去很受希臘哲學二元論的影響
看得見的身體、看不見的靈魂，造成很大困擾
 聖經不是二分法，有整全的人觀，比較好的說法：
我就是靈魂、我就是身體，在聖經裡代表整全的人
人論的張力不在乎人的精神跟肉體，
而在已然與未然之間的張力：人還在成形中，
以致將來要成為完整的人 像上帝 像基督 樣
以致將來要成為完整的人，像上帝、像基督一樣，
「成形中的人」、已然而未然間的張力 基督教的終末論給我們新亮光。
人性的成全是聖經的重點，成人這樣、胎兒當然也是，
傳統上胚胎
傳統
胚胎 - 成形的
成形的人類、未成形的準人類，
類 未成形的準 類
這種分法不是聖經的，
懷亞特說：跟現代生物學的知識不符，
根本是希臘二元論的。

人之所以為人，
不在於人能做什麼、具備什麼特性、我擁有甚麼；
在於人能做什麼 具備什麼特性 我擁有甚麼
在於上帝如何看待他們，
在於我們屬於誰 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在於我們屬於誰、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神呼召每一個人，基督徒、上帝的教會、子民，
我們照上帝的吩咐去照顧每一個人，尤其是弱者，
律法書特別交代以色列作為上帝的百姓，
要照顧窮人 不要欺壓寄居的 善待孤兒寡婦...
要照顧窮人、不要欺壓寄居的、善待孤兒寡婦...
在議題中若有疑慮，不只寄居的是弱者、那胎兒呢？
他在母腹當中，不是弱者中的弱者嗎？
 生命倫理的第一個原則稱為不傷害，
在醫學上做任何處置不應該故意傷害
 我們不能夠確定胎兒不是人，
有這樣疑慮，就應該支持他是人、
應該予以維護才對！

胎兒在腹中還有其他的議題會出現：
基因篩選 是否有唐氏症
基因篩選，是否有唐氏症，
羊膜穿刺、產前性別檢查...
有必要嗎？
 即使醫生說基本上很安全，
如果發現基因有缺陷，要終止衽娠？
可以治療嗎？如果不行，有必要這樣做嗎？
 我個人認為，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
我個人認為 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
特別是侵入性的檢查，
產前檢查超音波可以分辨出胎兒的性別，其他是不必要的
有可能產生的胎兒有基因缺陷、畸形、母親的疾病、
藥物 環境汙染之故 荷爾蒙 各種影響
藥物、環境汙染之故、荷爾蒙...各種影響，
我們所在的世界早已經不是上帝當初創造的樣子，
這個世界已經敗壞、又被我們汙染了！

因為醫學理由，當胎兒在母腹繼續成長，
會危及母親的生命的時候，
兩難之間，就有醫學理由要停止妊娠，
心中有很多的無奈 不採取斷然措施
心中有很多的無奈，不採取斷然措施，
二個通通會死去。
就我個人觀點，生命從那裏開始？
應該是受精卵受精的那一刻，
 雖然還沒有分化成人形，只是一個細胞，
在上帝創造的狀態之下，
是擁有 個人所有的潛質的 尚未成人
是擁有一個人所有的潛質的，尚未成人
 即使成年人，還在期待復活、
等候基督耶穌從天降臨，
等候基督耶穌從天降臨
我們復活的樣式、人性的成全完美，
我們也是成形中的人

補救辦法：
教會應該支持生命、照顧弱者，
教會應該支持生命
照顧弱者
 成立支持的機構，
來照顧基因缺陷 或其他的胎兒
來照顧基因缺陷、或其他的胎兒
 其他的幫助，如胎兒死亡，
 有好的悲傷輔導、同儕團體
 儀式的治療 –
為早逝的小孩辦 個隆重的告別
為早逝的小孩辦一個隆重的告別
會問：胎兒在腹中、或出生沒多久就過世的，他們去哪裡？
有些宗教會說他到了哪裡…
有些宗教會說他到了哪裡
 在台灣會有不肖之徒說有一種嬰靈，
因為處理掉了 就有怨氣
因為處理掉了、就有怨氣
 類似宗教詐騙很可惡的，
悲傷的母親很痛苦，利用她們的悲傷、罪咎心理，
來獲取財物，實在是邪惡的！

基督教的觀點，對於胎兒去哪裏沒有直接的描述，
 但從耶穌說：「讓小孩到我這裡來」，基本上，
但從耶穌說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基本上
這些無知的胎兒是在上帝恩典保守之中的，
不用為他們擔心 因為善 惡
不用為他們擔心，因為善、惡
還沒有做出來，他們並沒有犯罪的問題
 小嬰孩過世，正提醒我們復活的盼望，
所有人在盼望人生終極的盼望
當然，這個世界仍然是有贊成墮胎的，
還是有可憐的婦女，偶而懷孕，有各樣的可能性，
尤其如果因為被強暴而懷孕的，
 有一些開明神學家就說：這個女性沒有義務
接受這個嬰兒在她的腹中的 有權力停止 不算殺人
接受這個嬰兒在她的腹中的，有權力停止、不算殺人
 我們不能譴責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了墮胎，
但如果願意留下這個嬰孩，就稱為「超義務的英勇行為」，
她沒有義務的，可是願意承擔這一切的責任

教會做為上帝的子民，
上帝是照顧弱勢者的上帝，
教會應該做所有人的支持，
有人在這樣生命掙扎當中，
有人在這樣生命掙扎當中
教會應該多一點同理，
做基督徒 多 點憐憫。
做基督徒，多一點憐憫。
懷亞特《人命關天》：身為基督徒，
我們千萬別讓醫學 倫理學
我們千萬別讓醫學、倫理學，
淪為冷酷的神學、無情的道德教條。
切勿忘記每個倫理困境起於人類的苦楚，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首要責任是同情，
感同身受人類的痛苦 失望 困惑
感同身受人類的痛苦、失望、困惑。
我們與倫理問題角力，
切勿帶著怒氣 恨意 私見
切勿帶著怒氣、恨意、私見，
而是眼中含淚，因為同情才是基督的樣式。

